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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0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62,100,151.71 元，母公司净利润为 67,811,579.51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以 2020

年度实现的母公司净利润 67,811,579.51 元为基数，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 6,781,157.95 元后，

加上母公司期初未分配利润 403,164,666.96 元，扣除本年度已分配的 2019 年度股利 48,323,931.91

元，期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415,871,156.61 元。拟以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

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账户内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股份的数量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实施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70 元（含税）。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292,333,088 股，以扣除回

购专户中已回购股份 8,066,260 股后的股本 284,266,828 股为基数，预计共分配股利 48,325,360.76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五洲新春 60366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俞越蕾 杨上锋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七星街道泰坦

大道199号 

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七星街道泰坦

大道199号 

电话 0575-86339263 0575-86339263 

电子信箱 xcczqb@xcc-zxz.com xcczqb@xcc-zxz.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轴承、精密机械零部件及各类空调管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已成功打

造出一条涵盖精密锻造、制管、冷成形、机加工、热处理、磨加工、装配的“纵向一体化”轴承、

精密零部件制造全产业链，为主机客户提供行业领先的解决方案，为机械转动提供高效保障。 

公司拥有 20 多项发明专利，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建有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国家 CNAS

认证实验室、航空滚动轴承浙江省工程研发中心。公司近几年不断加强新产品研发和提高生产智

能化程度，新开发的新能源汽车空调压缩机轴承、电机轴承、变速箱轴承及第三代轮毂轴承市场

开发进展顺利，公司研发的风电滚动体实现进口替代，汽车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部件填补了国内

空白。 

（二）产品用途 

1、公司生产各类精密深沟球轴承、圆锥滚子轴承、滚针轴承和调心滚子轴承等。主要为国内

外汽车、工业机械、新能源领域等产业提供主机配套，其中转向管柱四点角接触轴承已经配套北

美宝马汽车；第三代球环滚针轴承已向丰田、福特等多个品牌汽车客户提供批量配套；圆锥滚子

轴承主要应用于汽车变速箱、差速器、轮毂、车桥、刹车盘以及部分农业机械、工程机械等配套，

主要用户包括波兰 FLT、英国 GKN、上汽集团、菲亚特、戴克斯车桥等； 

公司掌握了世界前沿的轴承热处理技术，生产的轴承热处理套圈质量和综合竞争力达到全球

领先水平，稳定供应于瑞典斯凯孚（SKF）、德国舍弗勒（Schaeffler）、日本捷太格特(JTEKT)、美

国铁姆肯（TIMKEN）等全球排名前七大轴承制造商，系目前国内最大的磨前产品制造基地和出



口企业之一。 

2、公司生产的精密零部件主要涉及风电滚动体、汽车安全气囊气体发生器部件、变速箱、差

速器齿轮、同步器齿套、各类精密传动件等产品，直接和间接配套客户主要包括奥托立夫、均胜

电子（JSS）、特斯拉（Tesla）、比亚迪、大众、奥迪、雷勃等知名企业；风电滚子实现进口替代，

为蒂森克虏伯、德枫丹、斯凯孚等国外公司配套，同时也是远景能源的战略合作商，为国内风电

轴承企业新强联（300850）、烟台天成、大冶轴等提供配套。 

3、公司生产的管路件主要用于汽车空调和家用、商用空调产品，向奔驰、宝马、大众、特斯

拉、通用、福特、日产、沃尔沃等知名汽车品牌及四川长虹、海信日立、格力、美的等国内著名

空调生产企业供应零部件。 

（三）经营模式 

公司采用“研发驱动、营销带动”的经营模式，根据市场需求研发新产品，并根据客户订单

安排生产，同时根据客户的需求预测进行适当提前生产备货。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并针对海

外战略客户采取寄售库存营销模式。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是优质合金钢和铜铝等有色金属，采

购模式根据客户订单和生产计划进行采购，并有效控制原材料的库存量。公司经过十几年精耕细

作，具备了较强的产品整体配套方案设计、同步开发和生产制造能力，形成了集研发、生产和销

售的一体化服务模式。 

（四）行业情况 

公司所处的行业属于高端装备制造业中的轴承制造行业，轴承作为关键核心基础件，是国家

重点支持、大力推广的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轴承是机械传动轴的支撑，是主机性能、功能和效率的重要保证，是工业领域重大装备的核

心部件之一。广泛应用于汽车、装备制造、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航天和新能源产业等众多

行业。2020 年轴承行业整体呈现出前低后高、逐月回升的经济趋势。为风电、工程机械、冶金矿

山等基础设施配套轴承的企业高速增长，而围绕消费类和出口配套轴承的企业则表现一般，行业

发展处于不均衡状态。2020 年下半年以来，轴承钢持续上涨，到年底涨幅接近 30%，造成企业利

润空间大幅减小，生产经营压力增大的局面。但业务景气度良好，订单增长幅度较大，多数企业

处于订单充足的状况，原材料涨价压力可适当向下游行业传递。 

公司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涵盖精密锻造、制管、冷成形、机加工、热处理、磨加工、装配的“纵

向一体化”轴承、精密零部件制造全产业链供应商，同时公司也是汽车空调和家用、商用空调管

路件制造商。近年来，公司注重技改投入和转型升级，自主创新能力大大加强。轴承磨前技术达



到全球先进水平，磨装技术快速进步，是中国轴承行业进口替代最具实力及潜力企业。未来，八

大跨国轴承集团实际占据的 500 亿美元左右全球市场和 400 亿人民币左右国内中高端市场，将是

国内轴承企业出口替代和进口替代的历史性机遇，也是公司的主战场。 

随着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以及“十四五”规划的出台，新能源产业提到一个非常高的规格。风

电新能源的快速发展以及新能源汽车逐步成为汽车产业未来的主流趋势，公司积极参与其中，是

今后二、三年公司业务新的增长点。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8年 

总资产 3,395,476,333.31 3,111,197,288.03 9.14 2,978,718,043.68 

营业收入 1,753,991,019.50 1,817,599,401.72 -3.50 1,373,586,16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2,100,151.71 102,398,440.39 -39.35 102,271,26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8,626,534.87 90,921,201.31 -57.52 96,735,52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797,789,393.28 1,730,229,521.44 3.90 1,677,950,071.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30,217,712.24 233,900,461.15 -1.57 134,589,624.5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1 0.36 -41.67 0.3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1 0.36 -41.67 0.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50 6.01 减少2.51个百分点 7.85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371,123,733.14 408,071,005.85 444,480,316.88 530,315,96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668,607.67 18,633,434.02 18,323,988.15 14,474,12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981,712.70 12,442,359.96 15,946,101.70 3,256,360.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0,396,669.44 31,054,586.41 6,773,185.67 111,993,270.72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子公司新龙实业因疫情影响，未完成 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率 87.18%，本期确认归属于

公司商誉减值损失 2,279.42 万元。若不考虑商誉减值损失影响，公司第四季度主要财务数据中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应为 28,928,130.68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应 24,799,521.19 元。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06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08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张峰 0 69,621,123 23.82   质押 42,379,900 
境内自然

人 

王学勇 0 26,188,237 8.96   质押 23,543,700 
境内自然

人 

浙江五洲新春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 
0 23,863,421 8.16 16,956,521 质押 23,09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俞越蕾 0 19,281,618 6.60   质押 19,180,200 
境内自然

人 

浙江五洲新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 

0 8,066,260 2.76   无   其他 

张玉 -1,950 6,880,750 2.35   无   
境内自然

人 

吴岳民 0 6,210,200 2.12   无   
境内自然

人 

南京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 
0 4,970,600 1.7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余芳琴 4,885,695 4,885,695 1.67  无   
境内自然

人 

张天中 0 4,662,158 1.59  无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张峰、王学勇、俞越蕾、浙江五洲新春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属于一致行动人。张天中系公司控股股东张峰之父，张虹系

公司控股股东之胞妹，张玉系公司控股股东张峰之堂妹。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 339,547.63 万元，同比增长 9.14%，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79,778.94 万元，同比增长 3.90%；202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75,399.10 万元，

同比下降 3.5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10.02 万元，同比下降 39.35%；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862.65 万元，同比下降 57.52%。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将浙江五洲新春集团销售有限公司、五洲（香港）贸易有限公司、浙江森春机械有限公

司、五洲新春（上海）精密轴承有限公司、浙江新春宇航轴承有限公司（原名新昌县富盛轴承配

件有限公司，2020 年 8 月完成更名）、浙江富立轴承钢管有限公司、浙江富日泰轴承有限公司、

浙江新昌富迪轴承有限公司、大连五洲勤大轴承有限公司、合肥金昌轴承有限公司、安徽金越轴

承有限公司、浙江新春同合电梯部件有限公司、安徽五洲新春冷成形技术有限公司、安徽森春机

械有限公司、四川五洲长新科技有限公司、捷姆轴承集团有限公司、捷姆轴承集团常山热处理有

限公司、浙江新龙实业有限公司、四川长新制冷部件有限公司、新昌县五龙制冷有限公司、

XCC-ZXZ NORTH AMERICA,INC、XCC XINLONG AUTOMOTIVE PARTS S. DE R.L.DE C.V.等

22 家子孙公司纳入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峰 

2021 年 4 月 26 日 


